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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况；

（二）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10月14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10月14日。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10月14日上午9：

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10月14日上午

9：15至2021年10月14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经济开发区新博路以东、三号干渠桥以

北公司会议室。

（三）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赵前方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由半数以上

董事共同推举董事张伟先生作为本次股东大会主持人。

（五）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六）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有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46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22,566,7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60％。

（1）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004,60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4％。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1,562,1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275％。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4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为22,566,7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60％。

中小股东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和见证律师参加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天元

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未参加表决。

同意19,390,0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5.9231％；反对3,176,68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0769％；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9,390,02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9231％；反对3,176,6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0769％；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李怡星、高霞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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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

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ST天润” ）于2019年5月6日接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通知书（湘证调查字0856号、湘证调查字0857号），因公司及赖淦锋

先生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公司及赖淦锋先

生进行立案调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通知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9-04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已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刊载了相关公告：

2019年7月9日、8月9日、9月9日、10月9日、11月11日、12月9日；2020年1月10日、2月12日、3月12日、4月

15、5月16日、6月15日、7月15日、8月17日、9月15日、10月15日、11月16日、12月15日；2021年1月15日、2

月10日、3月15、4月15日、5月17日、6月16日、7月16日、8月16日、9月16日发布的《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

展暨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19-067、2019-078、2019-085、2019-087、2019-094、2019-097、

2020-005、2020-010、2020-015、2020-018、2020-036、2020-046、2020-058、2020-059、

2020-065、2020-068、2020-076、2020-092、2021-003、2021-014、2021-019、2021-020、

2021-036、2021-047、2021-056、2021-059、2021-068）。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结论性调查意见或相关进展文件，如果收到相关文

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在调查期间，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相关规定，每月至少披露一次风险性提示公告。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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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2021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9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7,000�万-10,000�万元

盈利：40,906.71�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75.55%-82.89%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5元/股-0.07�元/股 盈利：0.27�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审计机构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2021年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的主要因素系：2020年9月，中财招商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陈定一分别出具了“免除担保责任函” ，放弃对本公司主张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再

追究本公司的担保责任及民事赔偿责任，本公司上期转回已计提的预计负债3.59亿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公司 2021�年前三季度的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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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天洋热熔粘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公司2021年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为8550万元到9000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5461万元到5911万元，增幅为177%-191%。

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后，公司2021年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

计为2000万元到25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下降440万元到940万元，下降幅度约为

-32%--15%。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9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1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550万元到9000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 将增加5461万元到5911万元， 增幅为177%

-191%。

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预计为2000万元到2500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将下降440万元到940万元，下降幅度约为-32%--15%。

（三）公司本次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0,894,485.32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9,397,052.43元。

（二）每股收益：0.20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实现快速增长，同比增长63%左右。其中光伏

EVA封装膜增速较快，销售收入实现约56%的增长；胶粉胶粒销售额实现约67%的增长；

热熔墙布业务（含窗帘）销售同比增长72%左右；胶膜销售收入实现约 84%的增长；电子

胶较去年同期销售收入实现约103%的增长。 但由于报告期内原材料成本增长较多及公司

品牌宣传费用的增加，导致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

上年同期下降，其中胶粉胶粒产品及光伏封装膜产品原材料大幅上涨，对生产成本的影响

约8900万元；热熔墙布业务新增广告等推广费用共计约1400万元，导致广宣费大幅增加。

（二）非经营性损益的影响

导致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归母净利润较大差异

的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昆山天洋将位于昆山市千灯镇汶浦路北侧及昆山市千灯镇

石浦汶浦东路188号的两块土地的使用权、房屋所有权以及其它附属设施的产权转让给德

邦（昆山）材料有限公司，相关交易已完成，该项交易符合非经常性损益的定义，处置资产

收益列入非经常性损益，合并层面增加公司2021年度合并报表净利润约5500万元，影响非

经常性损益5500万元。

四、风险提示

公司产品价格主要根据原材料价格确定，并根据市场供求情况进行调整。 如未来原材

料持续上涨，可能导致公司主要产品的成本上升，毛利率下降。

五、其他说明事项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审计，上述预计均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预测的结果，具体的

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开

披露的信息，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天洋热熔粘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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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万润股份” ）于2021年8月18日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万润股份：关于控股子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

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烟台九目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目化学” ）为建立长期

的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吸引和留住人才，拟采取增资扩股的方式，由员

工持股平台认购新增股份实施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2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及《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披露的《万润股份：关于控

股子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九目化

学确认参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员工已通过员工持股平台完成认购其新增的股份，并办理

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情况

经九目化学确认，共计181名员工参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上述全部员工已通过本次

员工持股计划设立的员工持股平台，以6.18元/股的价格完成认购九目化学新增的13,345,

487股股份。 增资完成后，九目化学的总股本增至187,500,000股，公司持有九目化学85,

000,000股股份，占九目化学总股本的45.3333%，仍为九目化学的控股股东；员工持股平台

持有九目化学13,345,487股股份，占九目化学总股本的7.1176%；其他3名股东合计持有九

目化学89,154,513股股份，占九目化学总股本的47.5491%。

二、工商变更登记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有关规定，九目化学营业执照载明的注册资本发生变

更，应当依法办理变更登记，由公司登记机关换发营业执照。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九目化学已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由烟台市行政

审批服务局核准换发的《营业执照》，九目化学营业执照载明的注册资本变更情况如下：

变更前 变更后

注册资本：壹亿柒仟肆佰壹拾伍万肆仟伍佰壹拾叁元 注册资本：壹亿捌仟柒佰伍拾万元整

除上述信息外，九目化学营业执照其他信息未发生变更，新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信息

如下：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00779731666L

2、名称：烟台九目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3、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4、法定代表人：崔阳林

5、经营范围：普通货运，医药、农药中间体及精细化学品的开发、生产、销售（以上范围

不含药品、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涉及许可经营的凭有效许可证件经营，未取得许可证

件不得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货物技术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注册资本：壹亿捌仟柒佰伍拾万元整

7、成立日期：2005年09月08日

8、营业期限：2005年09月08日至 年 月 日

9、住所：开发区大季家工业园

备查文件：烟台九目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0月15日

宁波德昌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 5,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3062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德昌股份” ，股票代码为“605555”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经发行

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

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

票发行价格为 32.35 元 /股，发行数量为 5,000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

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3,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2,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00%。回拨

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5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0%；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 4,5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1 年 10 月 13 日（T+2 日）

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

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44,850,438 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1,450,911,669.30 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149,562 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4,838,330.70 元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4,998,317 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161,695,554.95 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1,683 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54,445.05 元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缴款及未足额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 配售对象 配售对象代码

初步获配

股数（股）

应缴款

金额（元）

实际缴

款金额

（元）

实际配售

股数（股）

放弃认购

股数（股）

1 黄寅利 黄寅利 A369626109 187 6,049.45 0.00 0 187

2 鹿群 鹿群 A347178774 187 6,049.45 0.00 0 187

3 吕礼发 吕礼发 A242249994 187 6,049.45 0.00 0 187

4 毛中吾 毛中吾 A348037183 187 6,049.45 0.00 0 187

5 吴志刚 吴志刚 A243650944 187 6,049.45 0.00 0 187

6 杨国芬 杨国芬 A728667752 187 6,049.45 0.00 0 187

7 姚君 姚君 A670759423 187 6,049.45 0.00 0 187

8 郑明 郑明 A321154558 187 6,049.45 0.00 0 187

9

中国农垦集

团有限公司

中国农垦

集团有限

公司

B880602864 187 6,049.45 0.00 0 187

合计 1,683 54,445.05 0.00 0 1,683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151,245 股，包销金额为 4,892,775.75

元，包销比例为 0.302490%。

2021 年 10 月 15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

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

将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755-2383�5518、0755-2383�5519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 宁波德昌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0

月

15

日

宁波德昌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科微至智能制造科技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中科微至智能制造科技江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于2021年5月25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451

号文同意注册。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主承销商” ）担任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

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3,300.00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

发行数量为165.00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5.00%。战略配售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99.00万股， 占发行总量的

3.00%。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66.00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2,260.5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70.62%；网上发行数量为940.5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9.38%。 最终网

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

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90.20元/股。

发行人于2021年10月14日 （T日） 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中科微至” 股票

940.5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1年10月18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中科微至智能制造科技江苏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90.20元/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

经纪佣金，资金应于2021年10月18日（T+2日）16:00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

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

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

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10月18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

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

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

资金运用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

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

起6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2021年10月19日（T+3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

配售摇号抽签” ）。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

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

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

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

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规并应承担违规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把违规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

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

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5,938,126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48,091,509,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1955647%。

配号总数为96,183,018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096,183,017。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中科微至智能制造科技江苏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公

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5,113.40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

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即320.10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940.4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0.6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260.6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9.38%。 回拨

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2621253%。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10月15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 并将于2021年10月18

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中科微至智能制造科技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15日

可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可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可孚医疗” 、“公司”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 4,00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2604号）。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 2021年 10月 15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可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年 10月 15日（T+2日）日终

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

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

量的 70%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

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个月（按 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可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联席主承

销商于 2021年 10月 14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45 号深业中心 308 室主持了可孚

医疗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

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3412

末“5”位数 96656��16656��36656��56656��76656��16504

末“6”位数 227481��427481��627481��827481��027481��042124��542124

末“7”位数 6903440��1903440

末“8”位数 62184491��82184491��02184491��22184491��42184491��05256404��55256404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可孚医疗 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38,371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股可孚医疗 A股股票。

发行人：可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0月 15日

可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可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可孚医疗” 、“公司”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4,00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2604号）。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

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证券”或“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以及联席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西部证券和光大证券统称

“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4,000.00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93.09元 /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2,000,000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5.00%。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

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

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

“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和符合《保

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93.0243元 /股，

超过幅度为 0.07%。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2021年修

订）》（深证上〔2021〕919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第三十九条第（四）项，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应

当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投资者为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西部证券投资（西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投

资”）。 根据《实施细则》第四十四条第三款“（三）发行规模 20亿元以上、不足 50亿元的，跟投比例为 3%，

但不超过人民币 1亿元”和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西部投资按上限 1亿元进行跟投，西部投资最终战略配售

股份数量为 1,074,229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2.69%。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投资者为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西部投资。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1,074,229股，占本

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2.69%。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925,771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

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7,525,771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

数量的 70.71%；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1,400,000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29.29%。 最终网

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 38,925,771股。

根据《可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10,060.67969倍，高于 100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

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20%（向上取整至 500股的整数倍，即

778.55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本次发行的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974.0271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50.71%；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918.5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

行总量的 49.29%。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0.0167278817%，有效申购倍数为 5,978.04324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 2021年 10月 15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可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

步配售结果公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93.09元 /股与获配数量，于 2021年 10月 15日（T+2日）16:00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

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获配新股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

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

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

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

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

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西部投资获配股票限售期为 24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

起开始计算。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

定。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联席

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

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

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

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

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获得配售的所有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93.09元 /股， 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

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93.0243元 /股，超过幅度为 0.07%，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应当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372,360.00万元，根据《实施细则》第四十四条第三款“（三）发行规模 20亿元

以上、不足 50亿元的，跟投比例为 3%，但不超过人民币 1亿元” ，本次发行西部投资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为 1,074,229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2.69%。

截至 2021年 10月 8日（T-3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将

在 2021年 10月 19日（T+4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缴款原路径退回。根据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签署

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1 西部投资 1,074,229 99,999,977.61 24个月

总计 1,074,229 99,999,977.61 -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特别

规定》（证监会公告 [2020]36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2021年修订）》（深证上〔2021〕919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2020年修

订）》（深证上[2020]483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2021〕213号）、《关于明

确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规则适用及自律管理要求的通知》（中证协发[2020]112号）等相关

规定，联席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

到的有效申购结果，联席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1年 10月 13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的 339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6,450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

量为 3,773,89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可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

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

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下

有效申购数量

的比例

初步配售数量

（股）

初步配售数量

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2,199,550 58.2834% 14,343,091 72.6590% 0.06520921%

B类投资者 16,810 0.4454% 82,897 0.4199% 0.04931410%

C类投资者 1,557,530 41.2712% 5,314,283 26.9210% 0.03411994%

合计 3,773,890 100.0000% 19,740,271 100.0000%

注：若出现合计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其中 2,709股按照《初

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配售原则配售给睿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睿远均衡价值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申购时间为 2021-10-13� 09:30:05:189），其为 A类配售对象中申购数量最大、申购时间最早

（以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及申报编号为准）的配售对象，且其获配总量没有超过该配售

对象的有效申购数量。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三、联席主承销商的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

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21-50936115、021-50937270

联席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权益资本市场部

电话：021-52523077

发行人：可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0月 15日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于 2020

年 9 月 25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3019 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信证券” 或“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为招商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 ）、摩根士丹利证券（中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摩根士丹利证券” ）（中信证券、招商证券、摩根士丹利证

券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

再进行累计投标。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4,165 万股， 约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

10.00%。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208.25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 5.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

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3,165.40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791.35 万股，占扣

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0.0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

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

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

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1年 10 月 18 日（T-1日）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

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摩根士丹利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2021

年

10

月

15

日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摩根士丹利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